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2020 年 第 50 卷 第 11 期 : 1645–1664

SCIENTIA SINICA Informationis

可成长软件专题 . 论文

面向大规模集群的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
唐震1,2 , 王伟1,2,3* , 黄宇4* , 李艳林5 , 纪树平6 , 宋傲1,2 , 魏峻1,2 , 黄涛1,2
1. 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 100190, 中国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中国
3.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南京软件技术研究院, 南京 211135, 中国
4. 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大学), 南京 210023, 中国
5. 阿里巴巴集团, 杭州 311121, 中国
6. 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N M5S 3G4, Canada
* 通信作者. E-mail: wangwei@otcaix.iscas.ac.cn, yuhuang@nju.edu.cn
收稿日期: 2020–05–07; 修回日期: 2020–08–20; 接受日期: 2020–10–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0–11–09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批准号: 2017YFB1001804) 和阿里巴巴创新研究计划 (Alibaba Innovative Research, AIR) 资助项目

摘要
配置管理是支撑云服务提供商管理大规模容器集群的重要基础设施. 这一规模的集群通常包
含百万量级的容器实例, 如何根据不同业务场景的需求, 及时可靠地将配置更新推送至对其感兴趣的
容器实例, 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然而, 现有方法仍存在不足之处. 保障顺序一致性的共识算法限制
了集群的扩展能力, 难以适用于大规模集群. 反熵算法存在长尾现象, 时延难以保障, 不适用于推送关
键的配置更新.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 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大规模集群的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 这一
方法基于发布/订阅机制, 引入基于完全 N 叉树拓扑的可定义的多层次推送, 并使用订阅者的部分计
算资源协助推送, 以提升推送性能; 引入容错机制以应对节点失效和网络分区, 保障网络分区时多分
区读写可用. 方法的拓扑参数和策略可根据业务场景对性能、可靠性等维度的不同需求而调整. 实验
结果表明, 与现有的方法相比, 我们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更新推送的时延, 并可有效应对节点失效和
网络分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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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配置管理系统是支撑云服务提供商实现大规模集群运维的重要基础设施.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基于
容器的集群管理. 主流的云服务提供商, 如 Amazon AWS1) 、阿里云2) 、Microsoft Azure3) 等都提供了
1) Amazon.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https://aws.amazon.com/.
2) Alibaba. Alibaba cloud: reliable & secure cloud solutions to empower your global business. https://www.
alibabacloud.com/.
3) Microsoft. Microsoft azur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 services.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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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容器的实例供用户部署基于微服务的应用. 容器内的应用或容器实例会向配置管理系统订阅相应
的配置, 从而及时根据最新配置改变程序的行为. 从数据中心的视角看, 应用以及容器实例都存在需要
快速推送的配置以保证服务正常运行. 当用户发起配置更新时, 更新数据应当高效可靠地被推送至订
阅它的容器实例. 在主流云服务提供商的容器实例规模已达到百万量级的背景之下, 配置更新推送所
面临的性能、可用性和可靠性问题更为严峻, 不同业务场景对这些维度的需求也存在差异. 例如, 当某
一服务需要进行扩容, 需要向服务的 IP 列表中添加节点时, 能容忍的最大配置更新推送时延较高, 并
希望尽可能降低系统的整体负载; 但当某一服务需要进行缩容或出现节点失效, 需要从服务的 IP 列
表中删除节点时, 能容忍的最大配置更新推送时延较低, 并希望尽可能多地利用系统资源以提升推送
性能. 如果这些差异化的配置更新推送需求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可能导致服务出现负载不均衡, 或应
用的请求被路由到错误的节点而返回超时或错误的结果, 引发严重后果. 因此, 亟需柔性的配置更新推
送方法, 针对不同业务场景选择合适的策略以应对不同的性能、可靠性等维度的需求.
考虑大规模集群环境下的一个典型的配置管理场景. 数百台服务器组成的发布者集群负责向数百
万客户端组成的订阅者集群推送配置更新, 发布者和订阅者分布在多个数据中心. 典型的配置包括服
务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服务列表等. 这一场景对配置更新推送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 为了保证服务
质量, 配置更新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到达订阅了这一配置的容器实例. 如果更新未能及时送达, 可能导
致订阅者集群中存在不一致的数据, 容器实例可能会向已被移除的服务实例发送请求, 导致请求超时
或出错. 其次, 容器实例很有可能由于某些原因而不可用, 当其从失效状态中恢复时, 需要将未送达的
更新重新推送至该容器实例, 否则也有可能造成状态不一致. 进一步地, 多地多数据中心的部署方式
已成为承载大规模集群的有效途径. 电源故障、网络链路故障等小概率事件会变得相对常见, 从而导
致网络分区. 在出现网络分区时, 仍然要求每个独立的网络孤岛内的配置更新可以正常推送. 这要求
配置更新推送机制可以跟踪推送进度, 识别不可达节点并保证更新数据最终可以送达每个节点.
综上, 随着集群规模的增加, 配置更新推送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具体而言包括如下 3 方面:
(1) 低时延. 配置更新应当在限定时间内到达指定比例的订阅了这一配置的订阅者节点 (容器实

例). 例如,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要求服务对应的 IP 列表的更新在 3 s 内到达 99% 的可达订阅者节点.
(2) 容错和多分区可用. 当节点由于故障或网络分区而出现不可达的情形时, 配置更新应当能够

到达可达客户端. 进一步地, 对于网络分区场景, 位于不同网络分区内的节点应当是读写可用的, 即配
置更新可以被正确推送到所在网络分区的订阅者节点.
(3) 可跟踪. 配置管理系统应当可以跟踪配置更新推送的具体过程, 并保证不可达节点从故障或

网络分区中恢复后最终可以收到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 现有的保障顺序一致性的共识算法, 如 Paxos [1] 及其变种算法和 Raft [2] 算法, 已
广泛应用于分布式键值 (key-value) 存储系统中, 也常用于在集群中推送配置更新. 但顺序一致性对
于配置更新推送场景而言相对过强, 因为配置更新推送过程中出现的数据不一致情形可以较为容易地
使用重发配置更新的方式解决. 此外, 这类算法在出现网络分区时只能保证拥有半数以上节点的分区
读写可用. 因此, 对于大规模集群而言这类算法并不适用. 反熵, 或 Gossip 类算法 [3, 4] 等保障最终一
致性的算法的初始传播速度较快, 但这类算法存在长尾现象, 导致配置更新推送时延难以确定, 整体
时延可能较长, 因此对于大规模集群而言也并不适用. 从配置更新推送的机制来看, 现有的发布/订阅
(Pub/Sub) 方法 [5, 6] 主要关注消息的发布/订阅流程, 并未特别关注消息的具体传播过程, 也很少关注
如何使用订阅者的资源来协助完成配置更新推送. 因此现有的发布/订阅方法也难以适用于百万订阅
者规模的集群的配置更新推送场景.
为了应对上述 3 方面挑战, 我们选择使用完全 N 叉树作为配置更新推送的底层拓扑, 与 Raf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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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使用的一对多广播以及 Gossip 类算法使用的随机推送相比, 可以减少发布者集群的平均开销. 同
时, 我们引入了 “绕开不可达节点” 的容错机制以及确认机制, 以保证网络分区时的多分区读写可用,
并保证更新最终可送达所有订阅者. 此外, 我们分析了大规模集群的配置管理场景, 并得出了两个核
心观察以指导我们设计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 (1) 对于不同类型的配置更新, 可容忍的最大 “一致性
窗口” 可能不同; (2) 订阅了相同配置的容器实例很有可能从属于同一个应用或数据中心. 基于核心观
察 1, 我们选择调整底层拓扑的参数以满足不同配置更新推送的最大时延限制. 基于核心观察 2, 我们
选择引入两阶段的推送机制, 将从属于同一个应用或数据中心的容器实例组织在一个拓扑中, 使用容
器实例的部分计算资源来协助完成配置更新推送以提升性能, 并使用不同倾向性的策略以权衡性能、
可靠性和节点负载.
我们基于阿里巴巴的开源配置管理系统 Nacos4) 实现了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 我们在由 200 个
服务器节点和 106 个客户端节点组成的大规模集群中验证了方法的效果. 实验结果表明, 与现有方法
相比, 我们的方法可以实现高效的配置更新推送, 在配置管理系统处于高负载时, 配置更新推送的时
延最多可减少 74.7%. 此外, 它可以容忍节点不可用的情形, 且在出现网络分区时可保证所有网络分区
都可正常推送配置更新.
本文的具体贡献如下:
(1) 我们构建了环境模型, 并引入了 “一致性窗口” 的概念, 用以刻画不同业务场景对配置更新推
送的需求.
(2) 我们提出了基于完全 N 叉树的底层配置更新推送拓扑, 以环境模型为指导, 使用可调整的多

轮次推送以适应不同的业务场景. 进一步地, 我们提出了两阶段推送机制, 使用客户端的部分计算资
源协助进行配置更新推送, 以提升性能.
(3) 我们提出了 “绕开不可达节点” 的容错机制和确认机制, 从而保证不可达节点最终可以收到配

置更新, 且在出现网络分区时各分区均读写可用. 对于不同的业务场景, 可调整返回操作成功时需要
收到的确认消息的比例, 以权衡性能和可靠性.
本文的后续章节按如下方式组织: 第 2 节介绍了大规模集群的配置管理场景, 并介绍了两个核心
观察. 第 3 节提出了系统模型和环境模型, 并刻画了研究问题. 第 4 节介绍了基于完全 N 叉树的底层
拓扑以及相应的容错机制, 以实现柔性配置更新推送. 第 5 节介绍了系统原型的实现以及实验验证的
细节. 第 6 节对比了相关工作, 第 7 节总结了全文.

2

问题分析

主流云服务提供商通常维护了百万量级的容器实例用于承载服务. 对配置管理系统而言, 这些容
器实例都作为客户端存在. 针对大规模集群, 如何根据不同业务场景的需求, 高效、可靠地将配置更
新推送至感兴趣的客户端节点, 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大规模集群的配置更新推送场景如图 1 所示.
由数百台服务器组成的配置管理集群作为发布者, 由数百万客户端组成的订阅者集群向服务器订阅感
兴趣的配置, 并从服务器接受配置更新. 对于一个给定的配置更新, 应当在指定时间内送达指定比例
的订阅了它的客户端节点.
然而, 现有的配置管理系统通常基于 Paxos 和 Raft 等保障顺序一致性的共识算法. 这些算法提
供了很强的一致性保障, 但由于它们依赖一个单一的领导者 (leader) 节点, 集群规模受到领导者节点
4) Alibaba. Nacos: an easy-to-use dynamic service discovery, conﬁguration and service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building cloud native applications. https://nacos.io/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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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大规模集群中的配置更新推送
Figure 1

(Color online) Overview of conﬁguration update delivery in large-scale clusters

处理能力的限制, 系统的伸缩性受限, 当集群规模增大时配置更新推送时延难以保障, 因此难以适用于
百万量级客户端的配置更新推送. 此外, 配置管理场景中的配置数据通常用于管理容器或应用, 它们
的更新频率相对较低, 且配置更新的冲突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重发配置更新来解决. 例如, 应用可能
会将可用服务及其 IP 列表存储在配置管理系统中, 针对 IP 列表的添加、删除等更新操作的冲突不会
导致应用产生非预期的行为, 并且在收到最新的配置更新时, 冲突会得到自动解决. 因此, 考虑到上述
特征, 在大规模集群配置管理场景下, 保障配置更新按时送达比保障配置更新的顺序一致性相对更重
要, 可以适当放松一致性保障以提升性能.
我们分析了大规模集群的配置更新推送场景, 并得出了两个核心观察以支撑我们设计新的柔性配
置更新推送方法.
核心观察 1: 对于不同类型的配置更新, 可容忍的最大 “一致性窗口” 可能不同.
其中, “一致性窗口” 指的是客户端收到配置更新的等待时间. 例如, 配置管理的一个典型应用是
维护服务列表以支持微服务架构应用的服务发现, 包括向服务列表中添加节点 (服务扩容)、调整服务
列表中的服务实例的权重 (负载均衡), 以及从服务列表中删除失效节点 (服务缩容). 这 3 种操作相关
联的配置更新对 “一致性窗口” 的容忍程度不同, 服务缩容的容忍程度较低, 因为服务调用请求如果被
错误地路由到失效节点会直接导致服务中断. 相比较而言负载均衡的容忍程度较高, 而服务扩容的容
忍程度最高. 未能及时应用负载均衡策略可能导致部分节点由于负载过高而响应缓慢或失效, 影响服
务的整体可用性; 对于服务扩容而言, 配置更新未送达至多导致一小段时间窗口内新加入节点负载过
低. 基于这一核心观察, 我们选择引入基于完全 N 叉树的层次化的底层推送拓扑, 通过为配置更新推
送算法设定不同的参数以应对不同的 “一致性窗口” 容忍程度, 实现供需匹配.
核心观察 2: 订阅了相同配置的容器实例很有可能从属于同一个应用或数据中心.
配置管理系统中通常维护两种维度的配置: 容器的配置以及应用的配置. 位于同一个数据中心的
容器可能共享大部分容器配置, 而从属于同一个应用的容器可能共享大部分应用配置. 考虑到一个大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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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集群中的典型应用通常包含数百个节点, 而每个节点可订阅数千个配置, 其中包含一部分共享配置
和服务, 其局部性非常明显. 基于这一核心观察, 使用客户端节点的部分计算资源来协助进行配置更
新推送是合理的. 当发生配置变更时, 可以利用这一特征缩小配置更新推送的范围以降低负载、提升
性能. 另一方面, 可以将共享同一配置的客户端组织在一个拓扑结构中, 使用客户端的计算能力协助
进行配置更新推送, 以提升性能. 订阅相同配置的客户端都有针对这一配置的读取权限, 因此可以将其
组织在一个拓扑中以加速配置更新推送. 对于特定配置, 在拓扑结构中未订阅它的客户端节点可将自
身标记为失效, 从而避免配置更新推送过程中的带宽浪费.

3
3.1

模型
基本概念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首先将解释本文使用到的一些基本概念. 本文所涉及的配置为键值对形式存
在的数据, 使用 key 唯一标识一个 value, value 的大小通常小于 1 MB, 因此可以较快地通过网络传输,
不需要依赖 P2P 等额外机制. 本文所涉及的配置管理系统由服务器和客户端两类节点组成, 每个节点
上运行一个进程, 可映射为分布式算法中的处理器. 发起配置更新的角色是用户, 用户会向服务器集
群中的某一台服务器发起更新请求, 将具有指定 key 的配置设置为一个新的 value.
配置管理系统可抽象为维护了配置的多份数据副本的分布式存储系统. 服务器节点的规模通常为
数百台, 维护了所有数据副本, 可提供全部计算能力用于配置更新推送. 客户端节点即为容器实例, 规
模通常为数百万台, 只维护感兴趣的数据副本, 可提供部分计算能力用于配置更新推送. 对于用户发
起的一个给定的配置更新请求而言, 存在配置更新的 “一致性窗口”, 本文中我们将这一窗口刻画为对
于指定的数据副本, 从服务器接收到用户请求的时间点到所有可达的服务器节点和指定比例的感兴趣
的客户端节点 (例如 99.9%) 都收到数据副本更新的时间点之间的窗口. 针对特定场景, 可允许的最大
窗口大小即为配置更新的 “一致性窗口” 的容忍程度.
3.2

系统模型

我们将配置管理系统抽象为一个典型的分布式存储系统, 数据 (即配置) 副本会在多个节点上保
持一致. 具体而言, 系统中包含 3 种角色: 客户端节点、服务器节点、用户. 本文以一个典型的大规模
容器实例场景为例, 不失一般性, 系统中包含相对固定的 n 6 200 个服务器节点和可变的 m 6 106 个
客户端节点. 因此, 对于一个给定的配置更新, 最多有 m + n 个数据副本. 客户端节点会连接到某一
服务器节点并订阅配置以获得配置更新. 每个服务器节点最多维持 k 6 10.000 个客户端连接. 服务器
节点维护了连接到其上的客户端节点订阅配置的相关信息, 以支持配置更新推送. 用户会出于业务需
要向服务器集群中的任意一台服务器节点发起配置更新请求.
节点之间的通讯遵循经典的消息传递 (message passing) 模型, 消息会在节点之间采用单播的方式
传递. 在本文所述场景中, 消息包括元数据 (对于配置更新的通知) 和数据 (配置的最新值). 消息传递
遵循异步的非拜占庭模型, 即消息可能由于节点失效或不可达而出现丢失、延迟、乱序, 但不会因为网
络原因出现消息内容错误. 同时, 任意的客户端或服务器节点在任意时刻都有可能因为自身失效或网
络原因而不可达.
节点间通讯如图 2 所示. 具体而言, 服务器接收两种类型的消息:
(1) read(key). 客户端向服务器发起 read(key), 请求获得标识符为 key 的配置的最新值, 服务器
读取本地存储并向客户端返回标识符为 key 的配置的最新值及对应的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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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节点间通信概览
Figure 2

(Color onlin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nodes

(2) update(key, value). 用户或服务器向服务器发起 update(key, value), 请求将标识符为 key 的

配置的值更新为 value, 并同步到所有订阅这一配置的客户端. 服务器本地将标识符为 key 的配置的
值更新为 value, 并通知连接到它的客户端配置有更新. 特别地, 如果 update(key, value) 是由用户发起
的, 收到这一请求的服务器会向集群中的其他服务器发出 update(key, value) 以更新数据副本.
客户端接收一种类型的消息: notify(key). 当服务器上标识符为 key 的配置更新时, 会向连接到
它向客户端发起 notify(key), 通知客户端标识符为 key 的配置有更新. 客户端收到请求后主动向服务
器发起 read(key) 以获取配置更新.
如前文所述, 本文所涉及的配置更新推送场景不要求保障顺序一致性. 配置更新有可能出现冲突,
这一冲突通常可以在业务层通过重发配置更新的方式解决. 本文所述配置管理系统遵循 Delta 一致性
模型, 即用户在 T 时刻发起并收到操作成功响应的一个给定的配置更新请求, 订阅这一配置的绝大部
分客户端会在 T + δ 时刻之前获得最新副本. 在这里配置更新请求操作成功的标志是在集群中传播到
了足够多的节点. δ 即为配置更新的最大 “一致性窗口”.
3.3

问题定义

我们分析了完整的配置更新流程, 将这一过程解构为 3 个步骤: 配置更新在服务器集群内达成一
致; 配置更新从服务器集群推送至客户端集群; 配置更新在客户端集群内达成一致. 相对应地, 我们需
要根据给定配置项的 “一致性窗口” 容忍程度 (δ) 确定服务器集群内的推送算法、服务器集群到客户
端集群的推送算法以及客户端集群内的推送算法, 并分别配置不同的参数以实现柔性配置更新推送,
满足用户要求的推送时延并具备容错能力. 如前文所述, 我们关注由数百台服务器和数百万台客户端
构成的大规模集群中的配置更新推送. 在这一场景中, 用户会出于业务目的对某些配置进行更改, 并
要求在经过一个给定的时间窗口后, 配置更新可以到达订阅这一配置的所有可达的客户端节点. 由于
网络分区或节点本身失效导致不可达的节点会在故障恢复之后接受到这一配置更新.
具体而言, 我们使用如下模型描述这一问题: 首先, 用户可能向任意服务器节点发送请求, 更新某
一配置, 并由服务器向订阅这一配置的客户端推送更新. 用户的请求发送速率为每秒 t 个, 特定时间
段内的请求服从参数为 λ = t req/s 的泊松分布. 对于不同的配置更新, 存在不同的一致性容忍程度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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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大规模集群配置更新推送示例
Figure 3

(Color online) An example of conﬁguration delivery in the large-scale cluster

用户要求在 T 时刻发起的针对标识符为 k 的配置更新需要在 T + δ 的时间内到达至少 X% 的可达
客户端, 并最终收集得到配置更新推送的统计信息, 即已推送的节点和不可达的节点列表. 亦即, 对于
一个给定的配置更新或给定的客户端而言, 最终只存在两种可能状态: 客户端可达, 配置更新已到达
这一客户端; 客户端由于节点故障或网络分区而不可达, 配置更新将在客户端可达时到达这一客户端,
同时不可达客户端的信息将会反馈给用户. 本文的目标是改进这一业务流程, 实现性能优化, 保证配
置更新推送的 T + δ 的时效性, 并根据不同业务场景权衡不同维度, 以实现柔性配置更新推送.
一个具体的例子如图 3 所示. 服务器集群由部署在 3 个数据中心中的服务器节点构成, 若干客户
端节点分别连接到每个服务器 (客户端 C1 , C2 , C3 连接到服务器 S1 ; 客户端 C4 , C5 , C6 连接到服务
器 S2 ; 客户端 C7 , C8 , C9 连接到服务器 S3 ). 在这一简单例子中, 由于数据中心间的网络链路故障, 数
据中心 1, 2 和数据中心 3 构成了 2 个网络分区 P1 和 P2 . 此外, 由于节点失效, 客户端 C3 不可达. 客
户端 C1 ∼ C9 订阅了标识符 k1 对应的数据. 此时, 网络分区 P1 中的用户向服务器集群中的 S2 发起
数据更新请求 update(k1 , v1 ), 即将标识符 k1 对应的数据修改为 v1 . 用户对时效的需求为 “在 1 s 内
将更新推送至 100% 的可达客户端节点”. 为应对这一请求, 配置更新推送方法需要达到如下目标:
(1) 更新按时送达. k1 对应的最新值 v1 需要在 1 s 内到达 100% 的可达客户端 (即图中的 C1 , C2 ,
C4 , C5 , C6 ).
(2) 具备容错机制. 客户端 C3 不可达, 以及网络分区 P2 中的节点不可达不影响协议的正常执行.
(3) 多网络分区可用. 网络分区 P1 和 P2 可独立响应读写请求, 即, 尽管网络分区 P2 中的节点未

过半, P2 中的用户向服务器 S3 发起的数据更新请求也应当被正常响应, 且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客户端
C7 , C8 , C9 中特定比例的节点.
(4) 具备确认机制. 推送过程中可以识别出 C3 , S3 , C7 , C8 , C9 不可达, 并会定期尝试重发, 当 C3

从故障中恢复后重新上线, 或网络分区恢复后 S3 , C7 , C8 , C9 重新可达时, 这些节点会收到 k1 对应的
最新值 v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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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模型

在第 2 节中我们介绍了两个核心观察并引入了配置更新的 “一致性窗口” 的容忍程度的概念, 本
小节我们将进一步总结得到环境模型, 用于刻画系统所处状态, 包括环境特征、网络特征和节点特征,
以此作为算法的输入来保障 Delta 一致性并确保更新能够按时送达.
具体而言, 我们使用如下 3 个维度刻画环境特征:
(1) 服务器集群规模. 可提供全部计算能力的节点规模. 由于服务器节点需要保存所有配置的副

本, 较大的服务器集群规模会带来较高的集群内通讯代价, 但与此同时每个服务器节点所连接的客户
端节点数目相对较少, 向客户端推送更新的开销较低.
(2) 以应用和数据中心粒度划分的客户端集群规模. 可提供部分计算能力的节点规模. 客户端集

群规模直接影响了整体负载, 并进一步影响对 Delta 一致性的保障能力. 位于同一个应用或数据中心
的客户端可以被组织在一个树型拓扑中, 从而支持两阶段配置更新推送. 此外, 同样需要权衡应用或
数据中心内的客户端节点规模以平衡配置更新推送的开销.
(3) “一致性窗口” 的容忍程度. 对于特定的配置 (即数据副本) 的同步性能的最低预期, 这一关键

维度反映了配置更新推送的性能需求. 特别地, 此维度由系统当前处理的所有配置类型中对推送性能
要求最高的配置决定.
我们使用如下维度刻画网络特征和节点特征:
(1) 网络时延. 指节点间交换数据时耗费在网络传输上的时间. 在本文所述场景中, 服务器集群内

的节点间网络时延小于 1 ms, 从属于同一个应用的客户端集群内的节点间网络时延小于 1 ms, 位于同
一个数据中心的节点间网络时延小于 3 ms, 跨数据中心的节点间网络时延小于 10 ms.
(2) 节点失效的概率模型. 节点失效的概率模型可用于确定树型拓扑的具体参数. 在本文所述场

景中, 由于故障导致的节点失效服从两点分布, 即对单个节点而言, 在特定时间会有 pnf 的概率失效,
1 − pnf 的概率不失效. 此外, 节点失效是独立事件, 因此由 k 个节点组成的集群中的节点失效的概率
服从参数为 k, pnf 的二项分布. 进一步地, 网络链路故障会将集群分为多个网络分区, 由于网络链路
故障也可视为服从两点分布, 在本文所述场景中, 由 nc 个网络链路组成的数据中心中由于链路故障
导致网络分区的事件服从参数为 nc , pcf 的二项分布, 其中 pcf 为单个网络链路出现故障的概率.

4

基于完全 N 叉树拓扑的配置更新推送

我们将配置更新推送方法解构为两个维度: 底层推送拓扑和容错机制. 在底层推送拓扑方面, 我们
将服务器集群和客户端集群抽象为有向图, 与现有的使用一对 N 广播作为底层拓扑的方法不同, 我们
选择使用完全 N 叉树作为底层推送拓扑. 在容错机制方面, 我们选择使用 “绕开不可达节点” 的容错
策略保证节点不可达时推送过程仍能正确进行, 从而可以应对节点失效情形并在出现网络分区时保证
多分区读写可用. 此外, 我们选择使用确认 (ACK) 机制来跟踪推送进度, 从而确保节点从失效状态恢
复或网络分区恢复后最终可以收到更新. 与现有的基于广播的方法相比, 使用树型拓扑可以降低每个
节点的平均负载, 即每个节点需要发送接收的消息量, 从而对于大规模集群或当配置管理系统处于高
负载状态时可以有效降低配置更新推送的时延. 对于不同的业务场景, 我们通过调整完全 N 叉树的
拓扑参数以及容错机制的具体策略来权衡性能、可靠性和节点负载.
Nacos 现有的配置更新推送流程如下所示, 我们将改进这一流程, 将其中第 2, 3, 5 步的推送底层

拓扑替换为完全 N 叉树, 并添加容错和确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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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基于完全 N 叉树的拓扑
Figure 4

(Color online) The complete N -ary tree-based overlay

(1) 用户 U 在 T 时刻向服务器集群中的一台服务器 (SA ) 提交修改标识符为 k 的配置项. SA 更

新 k 的本地数据副本.
(2) SA 将更新的数据副本以广播的方式通知其他服务器节点.
(3) 收到配置更新的服务器将首先更新本地副本, 之后通知连接到它的所有对这一配置感兴趣的

客户端.
(4) 客户端会选择唯一一台服务器建立连接.
(5) 每当有配置更新, 服务器只关心和它建立连接的客户端, 向这些客户端发送通知 (元数据).
(6) 客户端接收到更新通知之后, 会建立一个新的连接用来传输具体的配置更新 (数据).
(7) 当集群中指定比例服务器节点收到更新之后, 服务器 SA 会向用户返回操作结果.
(8) 所有客户端节点最终都会收到更新的配置.

基于完全 N 叉树的推送拓扑

4.1

本小节我们将介绍完全 N 叉树拓扑的构建以及为了保障按时推送进行的一系列优化.
4.1.1

配置更新推送的基本流程

基于完全 N 叉树的推送拓扑如图 4 所示. 我们将已排序的节点列表转换成生成树, 从而实现基
于完全 N 叉树的拓扑构建. 对于完全 N 叉树而言, 节点的子节点的编号可由 N 导出, 在列表中第 i
个位置的节点的第 1 个子节点 (如果存在的话) 的位置为 (i − 1) · N + 2. 由此, 我们不需要在集群中
的每个节点上保存拓扑结构. 此外, 修改拓扑结构时也只需要修改 N , 对应的父子节点坐标可以较为
容易地计算得到. 进一步地, 我们通过调整完全 N 叉树中树的分叉数 N 来控制拓扑结构. N 直接影
响了完全 N 叉树的树高, 即决定了配置更新推送的轮次. 通过调整 N 可以权衡配置更新推送的时延
和节点的平均负载. 算法的具体步骤描述如下:
(1) 构建生成树. 使用如下规则将集群列表转化为一棵完全 N 叉树:
(a) 由环境模型指导, 从当前的配置集合和访问模式导出对应的 “一致性窗口” 上限 (δ).
(b) 由 δ 导出完全 N 叉树中的拓扑结构参数, 即树的分叉数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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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给定的服务器集群或从属于同一个应用或数据中心的客户端集群中的 m 个节点, 将节点

遵照一定规则排序 (例如将节点的网卡 MAC 或 IP 地址映射为可排序的数值), 依次编号为 1 ∼ m,
各自拥有唯一标识符, 构建拓扑时给定树的分叉数 N , 使用堆结构将集群节点列表转化为一棵完全 N
叉树.
(2) 以更新请求从用户到达客户端为例, 用户的请求以均匀等概率的方式发出, 到达特定的服务

器, 速率为每秒最多 t 个请求, 服从参数为 λ 6 t req/s 的泊松分布.
(3) 接收到请求的服务器进行如下操作:
(a) 服务器将配置更新写入本地存储, 并应用 4.1.2 小节所述冲突解决机制以尝试解决并发更新冲
突, 对于无法解决的冲突, 交由业务层通过重发配置更新的方式解决.
(b) 若当前节点不是根节点, 则将请求转发到拓扑结构中的根节点.
(c) 遍历连接的客户端, 向订阅这一配置的客户端发送 notify(key), 通知客户端配置有更新.
(d) 在收到根节点及下层节点的确认消息后, 向用户返回操作成功.
(4) 由根节点开始递归向子节点传播, 收到更新的服务器遵照第 3 步的规则进行传播.
(5) 最终服务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可收到用户请求.
(6) 收到更新请求的客户端更新本地数据副本, 并使用第 2 步类似的方式向自身所在应用或数据

中心的根节点传播更新.
(7) 更新最终传播到所有可达客户端, 确认消息会逐层向上回收, 最终由服务器收集并返回给
用户.
(8) 若目标节点不可达, 将由上层节点接管不可达节点的传播任务, 即, 替代不可达节点将配置更
新发送到它的子节点.
(9) 服务器将定期回收节点的响应信息, 并向未发送确认消息的节点重发配置更新.

发送消息的具体过程的伪代码如算法 1 所示. 假设位于服务器节点列表中第 i 位的服务器 Si 接
收到了来自用户的请求 Req, 节点 Si 上运行的消息处理器 Pi 的具体流程如算法 2 所示.
算法 1 DoSend(p)
Require: Processor p.
Ensure: Message delivered to the all sub-trees of p.
1: Initialization;
2: for all child c of p do
3:
4:
5:
6:
7:

if c is alive then
send Req to c;
else
DoSend(c);
end if

8: end for

4.1.2

冲突解决机制

在保障顺序一致性的协议中, 通常会引入版本号或全局时钟来保障操作以相同的顺序应用到所有
数据副本上, 以此保障数据副本的一致性. 由于我们的方法放松了一致性保障以换取更新推送性能并
保证网络分区时的读写可用, 对于并发的更新, 需要引入冲突解决机制, 对于无法通过这一机制解决
的更新冲突将交由业务层通过重发配置更新的方式解决. 冲突解决机制的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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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2 Processors(i)
Require: Request Req.
Ensure: Request Req has been handled.
1: Initialization;
2: if Req is sent from user then
3:

send Req to root;

4: else if Req is sent from Pk then
5:

update local state from Req and resolve conﬂicts;

6:

DoSend(Pi );

7:

send Req to all connected clients;

8:

send Ack to Pk ;

9: else if Req is Ack sent from Pj (j ̸= i) then
10:

send Ack to parent;

11: end if

(1) 在本文所述场景中, 针对特定配置项 (key) 的更新是相对低频率的操作, 对于不同 key 的更新

操作可以安全地并发进行. 因此, 我们首先选择在每个发起的更新请求中附上来源方服务器的物理时
间戳, 并通过 NTP 协议等机制同步集群中服务器的物理时间, 从而粗略地确定更新的先后顺序. 当针
对同一个 key 的并发更新请求的时间戳差值大于集群间的最大时间差, 则该并发更新可以安全地应用
到数据副本上, 反之则无法确定先后顺序, 需要按后续步骤处理.
(2) 配置管理和服务发现场景中的配置项具有不同的特征: 配置管理场景中的配置更新通常是为
指定的 key 设置一个新的 value (例如更新微服务的端口号等), 我们无法合并两个有冲突的 value; 与
之相对地, 服务发现场景中的配置更新通常为将一个原子操作应用到指定 key 对应的 value 上 (例如
向 IP 列表中添加或删除 IP), 此时对于某些操作组合我们可以计算出合并后的 value 以解决冲突. 因
此, 我们针对这两类配置更新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来确定更新是否可以正确应用在数据副本上:
(a) 对于配置管理场景, 我们对每个 key 引入混合逻辑时钟 (hybrid logical clock, HLC) [7, 8] 来确
定更新的先后顺序, 对于仍然无法确定先后顺序的并发配置更新, 会交由业务层通过重发的方式解决
冲突.
(b) 对于服务发现场景, 由于每个 key 对应的是由一系列 IP 组成的服务列表, 我们同样先使用混
合逻辑时钟进行判定, 对于无法判定先后顺序的并发更新, 我们使用简单的集合合并策略来处理并发
的添加 IP 请求和删除 IP 请求. 对于添加和删除操作并发的情形, 交由业务层通过重发的方式解决
冲突.
对于服务发现场景, 未来我们将尝试使用优化的机制以尽可能解决更新冲突, 避免交由业务层
重发.
4.1.3

成员管理

在配置管理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节点加入、删除的情形, 此外,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也
允许运行时动态调整完全 N 叉树的拓扑参数 N . 为应对这一需求, 我们基于前文所述的配置更新推
送协议设计了成员管理协议. 由于成员管理协议需要改动推送拓扑, 为了保证消息可以正确送达, 在新
旧拓扑的所有非叶子节点收到更新之前更新会遵照两份拓扑传播. 成员管理协议主要包括如下 3 个原
子操作:
(1) 节点加入. 编号为 i 的节点会向已知的拓扑中的根节点发送一个特殊的更新请求, 内容为
“Join(i)”. 根据配置更新推送协议, 如果收到这一消息的节点不是根节点, 它会递归将其发送至拓扑中
1655

唐震等: 面向大规模集群的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

的根节点.
(2) 节点退出. 节点退出时会向集群中发送一个特殊的更新请求, 内容为 “Leave(i)”.
(3) 参数修改. 节点请求修改拓扑参数 N 时会向集群中发送一个特殊的更新请求, 内容为
“Change(N )”.
由于更新请求最终都会被递归转发至拓扑中的根节点, 并发的成员管理请求最终可以被正确处理.
4.1.4

负载均衡

完全 N 叉树拓扑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已排序的节点列表转换而来. 出于负载均衡的需要, 我们
可以针对节点列表中的不同节点生成不同的完全 N 叉树拓扑, 以降低非叶子节点的负载. 目前, 对于
节点 i, 我们选择将节点列表进行循环移位操作, 直到 i 变为列表的第 1 位, 之后基于这一新列表构建
完全 N 叉树拓扑. 由此对于不同的节点, 完全 N 叉树拓扑的根节点都不同, 从而实现负载均衡. 在使
用负载均衡策略后, 当一台服务器节点收到其他服务器传来的请求时, 会根据原始消息来源服务器的
下标计算对应的节点列表, 并对应地构建消息来源服务器所属的完全 N 叉树以完成消息传递.
4.1.5

参数选择

对于不同的业务场景, 可能更倾向于提升性能或降低负载. 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选择引入排队
论模型来确定服务器集群和连接到每个服务器的客户端集群所构建的完全 N 叉树拓扑的合适的参数
N . 由于服务器集群规模为 n, 我们可以构建 n 个 M/M/1/∞/FCFS 队列, 即请求的到达服从泊松过
程, 服务时间服从负指数分布, 服务线程个数为 1, 请求队列长度无限, 系统的处理能力无限, 请求的排
队规则为先来先服务. 由环境模型指导, 可计算得到集群处理请求的平均速率, 由此得到请求从服务器
到客户端的最大和最小传播轮次. 进一步地, 我们采用保守和激进两种策略来确定参数. 保守策略倾
向于为每一个完全 N 叉树拓扑选择最小的 N , 在保障更新按时送达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服务器和客
户端集群的整体负载. 激进策略倾向于为每一个完全 N 叉树拓扑选择最大的 N , 在可用资源限制条
件下尽可能降低配置更新推送的时延.
4.2

两阶段配置更新推送

作为一种改进的发布/订阅机制, 与现有方法不同, 我们使用订阅者 (客户端) 作为中继节点, 使用
客户端的部分计算资源加速配置更新推送, 从而提高性能. 如第 2 节中的第 2 个核心观察所述, 我们
选择将从属于同一应用或同一数据中心的客户端节点分配到同一台服务器, 从而加速配置更新推送.
这些客户端节点很有可能共享部分配置, 而它们都拥有对这些共享配置的读写权限, 因此可以使用部
分计算资源协助推送配置更新. 由此, 我们将这些客户端节点组织成完全 N 叉树, 并遵循前文所述的
配置更新推送协议执行. 如图 4 所示, 为了应对不同业务场景的需求, 我们可以为不同的服务器和客
户端集群设置不同的拓扑参数. 进一步地, 在拓扑结构中位于上层的客户端节点相比下层节点而言会
消耗较多的资源用于配置更新推送, 出于负载均衡的需要, 服务器节点会随机选择拓扑中的客户端节
点推送更新. 此外, 由于客户端节点已按照应用和数据中心的粒度来组织, 共享的配置信息只会在特
定的完全 N 叉树拓扑中传递, 天然限制了配置更新的推送范围. 特别地, 客户端不会参与未订阅的配
置信息的推送. 对于不关心的配置信息, 将会直接在拓扑中将自身标记为不可达, 这一机制避免了带
宽浪费.
4.3

容错机制
如前文所述, 拓扑结构在特定节点上的视图即为一棵生成树, 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应对节点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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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决多分区可用的问题的主要思路是 “绕开不可达节点”, 即将不可达节点的推送任务交由上层节
点完成. 如算法 1 所示, 基本原理是当某一节点检测到下一跳待推送的节点列表中存在不可达节点时,
将不可达节点的子节点加入到这一列表中, 递归执行这一操作最终代替失效节点完成推送任务. 这一
容错机制除了可以应对节点失效之外, 也可以保障网络分区时的多分区可用. 在出现网络分区时, 多
分区内的节点的视图不同, 但都可以借助 “绕开不可达节点” 的机制将不可达节点的推送任务交由可
达节点完成, 最终实现更新在特定网络分区内的推送.
在默认情况下, 当数据更新的源节点完成一轮递归的消息传播或者确认消息传播到拓扑中的第
2 层之后向用户返回操作成功. 对于不同的业务场景, 可调整确认的消息比例以权衡性能和可靠性. 例
如, 对于可靠性较高的场景, 可要求消息传播到拓扑中所有非叶子节点之后再向用户返回操作成功.
此外, 我们引入了一个简单的心跳检查机制以快速检测不可达节点, 避免在配置更新推送时通过
超时判断不可达而影响性能. 为实现心跳检查机制, 每个节点需要维护一个节点健康位图, 并配置一个
检查间隔 t 和最大退让次数 maxRetry. 每个节点每隔 t 时刻向本地拓扑中的邻居节点 (即生成树的
第 2 层节点) 发送心跳探测请求并交换心跳位图, 如果收到正确响应, 则更新本地位图, 并记录心跳信
息的来源. 如果节点不可达, 则将对应节点以及由该节点探测的节点标记为不健康. 进一步地, 每个节
点会持续向本地心跳位图中的不可达节点发送心跳探测请求, 并采用指数退让机制, 第 1 次间隔为 t,
探测到不可达后间隔变为 2 · t, 最多退让 maxRetry 次之后维持 2maxRetry · t 的探测间隔直到节点恢复
健康.
4.4

确认和重发机制

我们引入了确认消息位图和对应的重发机制, 以实现推送进度跟踪并解决失效和不可达节点恢复
后的数据更新重发问题. 对于特定的数据更新, 每个节点维护该更新在源节点对应的生成树下以该节
点为根的子树中的所有节点的确认消息. 特别地, 在重发更新时, 需要根据当前节点与不可达节点间
的距离决定重发时间间隔, 生成树中距离不可达节点越近 (跳数越少) 的节点的重发时间间隔越短. 例
如, 假设最短重发间隔为 t, 在拓扑中相隔 1 跳的节点的重发间隔为 t, 相隔 2 跳的节点的重发间隔
为 2t.
4.5

讨论
本节我们将讨论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具备的两个性质:
(1) 对于给定的配置更新, 所有节点处于以下两种状态之一: 已收到更新; 即将收到更新. 对于给

定的配置更新, 只要接收到它的服务器节点向用户返回操作成功, 即意味着集群中始终维护了对应这
一配置更新的确认消息列表, 列表中的节点只会处于已确认或未确认的状态. 此外, 由于确认消息是
递归收集的, 任意节点的失效都不会影响这一确认消息列表的状态, 至多导致节点由于未同步到最新
的确认消息列表而向子节点发送重复的配置更新, 而这一极端场景只在父节点失效恢复, 且重发配置
更新的事件发生在子节点重发确认消息的事件之前, 带来的性能损耗极为有限.
(2) 所有节点在有限时间内都会收到给定的配置更新. 如上文所述, 任意一个成功提交的配置更

新都会对应一个确认消息列表, 由于重发机制的存在, 节点只要从故障或网络分区导致的不可达情形
中恢复, 就会很快收到父节点重发的配置更新. 由于系统模型中约定了节点只会出现不可达而不会出
现无限期离线的情形, 因此可以断定所有节点在有限时间内都会收到给定的配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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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验证

我们修改了阿里巴巴集团研发的开源配置管理系统 Nacos, 添加了基于完全 N 叉树拓扑的配置
更新推送机制并从如下维度验证我们提出的方法的效果:
(1) 与现有的基于一对多广播及反熵算法相比, 我们的方法是否能在大规模集群上实现按时推送

并提升推送性能?
(2) 对于不同的树型拓扑构建策略, 我们的方法是否可以提升性能并降低节点负载?
(3) 我们的方法是否具备应对节点失效的能力? 是否可以保障网络分区时的多分区可用?
5.1

原型实现

我们基于 Nacos 的内核实现了原型系统, 修改了其中负责服务发现的 nacos-naming 模块中的一
致性协议相关部分并抽取相关核心代码作为服务器端. 此外, 我们构建了一个轻量级的客户端用于订
阅配置更新. 在实验过程中, 我们将一个服务器节点和多个客户端节点放置在同一个阿里云 ECS 实
例中. 每一个服务器节点使用独立线程处理请求. 此外, 为了限制客户端节点的最大资源使用率, 我们
使用一个线程分时复用的方式承载 20 个客户端节点. 在通信机制方面, 我们部署了轻量级的 HTTP
服务器, 节点间通讯使用 HTTP 协议实现. 此外,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为每一个服务器和客户端节点预
先设置了唯一标识符.
尽管我们的方法和目前的原型实现主要关注百万量级容器实例集群场景下的柔性配置更新推送,
这一方法同样可以较容易地推广到其他类似场景, 例如由虚拟机组成的集群, 或是推送其他类型的小
规模数据.
5.2

实验设计

我们使用 100 个阿里云 ECS 实例以构建测试床. 每个实例具有 4 个虚拟 CPU, 8 GB 内存和 40 GB
的高效云盘. 我们使用 20 个 ECS 实例构建了由 200 个服务器节点和 2 × 105 个客户端节点组成的规
模相对较小的集群, 使用 100 个 ECS 实例构建了由 200 个服务器节点和 106 个客户端节点组成的规
模较大的集群. 每个 ECS 实例上最多承载了 10 个服务器端线程和 500 个客户端线程, 即 10 个服务
器节点和 10000 个客户端节点.
实验场景的具体配置如下: 我们选择模拟配置管理的一个典型业务场景, 即用户出于业务需要对
某一服务进行扩容, 向该服务的 IP 列表中添加节点, 并希望这一更新可以推送至所有订阅了这一服
务 IP 列表的客户端. 在这一场景中, 请求的平均大小为 2 KB. 我们在服务器节点间通讯时注入 1 ms
的网络时延, 在服务器节点和客户端节点通讯时注入 3 ms 的网络时延. 考虑到我们在 1 个 ECS 实例
上承载了 10 个服务器节点和 10000 个客户端节点, 我们将最大 “一致性窗口” 设置为 30 s, 且更新需
要被推送至 99% 的可达节点. 此外, 用户请求到来服从参数 λ = 10 req/s 的泊松分布.
5.3

推送性能验证

在底层推送拓扑方面, 我们将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与现有的一对多广播以及反熵算法的随机拓
扑进行对比, 以验证我们的方法的性能表现. 我们将配置更新推送的时延定义为用户发起更新请求到
集群中至少 99% 的可达客户端收到更新的时间. 在这一实验过程中, 我们使用激进策略来选择 N , 并
且使用两阶段推送策略.
我们首先在由 2 × 105 个客户端组成的相对小的集群中验证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的性能.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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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106 个客户端节点构成的大规模集群的推送性能
Figure 6

(Color onlin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a large-scale cluster with 106 clients

如图 5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 与反熵算法相比,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的平均时延降低了 24.5%, 99%
分位的时延降低了 27.9%. 与一对多广播拓扑相比,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的平均时延降低了 43.1%,
99% 分位的时延降低了 45.8%. 考虑到前文对最大 “一致性窗口” 的限制, 可以发现在相对小规模的集
群场景下, 一对多广播的底层拓扑难以保障更新按时送达, 而与反熵算法相比,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
的性能更优.
我们之后在由 106 客户端组成的大规模集群中验证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的性能. 结果如图 6 所
示. 实验结果表明, 与反熵算法相比,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的平均时延降低了 41.3%, 99% 分位的时
延降低了 41.7%. 与一对多广播拓扑相比,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的平均时延降低了 74.7%, 99% 分位
的时延降低了 76.5%. 可以发现在这一大规模集群场景下, 一对多广播和反熵算法的底层拓扑都难以
保障更新按时送达,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的性能表现更优. 此外, 集群规模越大,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
方法的性能优势越明显.
5.4

容错能力验证

本小节我们将在 2 × 105 个客户端组成的集群中验证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的容错能力. 本小节
所述的场景中有 20% 的服务器和客户端节点不可达, 以此模拟节点失效和网络分区. 尝试连接到不可
达服务器的客户端节点会随机选取一个新的服务器节点连接并接收更新. 在这一实验过程中, 我们使
用保守策略来选择 N , 并且不使用两阶段推送策略. 实验结果如图 7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 与节点全
部可达的场景相比, 99% 分位的推送时延增加了 34.1%, 平均时延增加了 28%. 特别地, 10% 分位的时
延增加了 2 倍. 这一开销可能是由于客户端节点重新选择新的可达服务器节点而导致的. 但在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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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存在 20% 不可达节点时的配置更新推送性能
Figure 7

(Color online) Update delivery in a cluster with 20% nodes unreach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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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使用不同参数的性能表现
Figure 8

(Color online) Performance of using diﬀerent parameters

景下,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仍然保障了更新按时到达, 说明我们的方法可以较好地应对节点失效和
网络分区场景.
5.5

使用不同策略时的性能表现

本小节我们将改变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中的不同维度的参数并验证我们的方法是否可以保障
配置更新按时送达.
首先我们将验证选取不同底层拓扑参数时的表现, 主要分为保守 (选取尽可能小的 N , 在满足推
送时间限制的条件下降低节点负载) 和激进 (选取尽可能大的 N , 在节点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尽可能提
升推送性能) 两种参数选择策略. 实验结果如图 8 所示. 可以发现, 使用激进策略时配置更新推送的
99% 分位的时延降低了 7.9%, 但两者的平均推送时延类似.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 采用保守策略和
激进策略时配置更新推送的平均跳数类似, 最大跳数相差不大, 这也导致两者拓扑中的叶子节点数目
差距不大, 因此采用激进策略时整体性能提升有限. 然而, 对于更大规模的集群和拓扑, 减少一跳可以
带来相对可观的性能提升.
进一步地, 我们在由 106 客户端节点的集群中验证使用客户端的部分计算资源进行两阶段推送的
性能表现. 实验结果如图 9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 采用两阶段推送相比只使用服务器资源推送而言,
99% 分位的推送时延降低了 21.9%, 平均时延降低了 25.6%. 可以发现采用两阶段推送, 将连接到同一
台服务器的客户端节点组织成树型拓扑可以有效降低服务器负载并提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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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两阶段推送的性能表现
Figu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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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online) Performance of using diﬀerent phases

相关工作

以 Paxos [1] 变种和 Raft [2] 为代表的共识算法可以保障顺序一致性, 但对于大规模集群的配置更
新推送而言这类保障机制过强. 这类算法需要依赖单一领导者 (leader) 节点来唯一确定更新操作的
执行顺序, 且依赖领导者节点获得最新的数据副本, 因此所有读写请求都会经过领导者节点. 此外, 在
出现网络分区时, 只有节点数过半的网络分区可以正常完成选举操作, 其他网络分区中的节点不可用.
从底层拓扑角度看, 这类算法默认使用一对 N 的广播, 当集群规模增大时领导者节点的负载也会急剧
升高. 因此, 这类算法的领导者节点存在单点瓶颈, 约束了集群的横向扩展能力, 无法适用于百万乃至
千万量级的集群.
以 Gossip [3, 4, 9∼11] 等反熵算法为代表的最终一致性的算法初始传播速度较快, 但由于每轮传播
的目标节点是随机选取的, 算法本身存在较为严重长尾现象, 在大规模集群场景下收敛速度难以控制.
此外, Gossip 本身只关心随机分发, 并不关心消息是否被可靠接收, 并发的更新是否被合理处理, 因此
通常用于分布式数据库管理 [3, 12] , 或同步集群内的健康检查信息或节点的状态信息5)6) , 难以用于大规
模集群的配置更新推送.
Facebook 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布/订阅方法, LAD7)8) , 同样使用了树作为底层推送拓扑. 与我们提

出的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不同, 它使用 ZooKeeper 作为数据存储, 使用配置分发代理将订阅相同配
置的客户端节点组织在树型拓扑结构中. 此外, 它的节点健康管理机制与容错机制也与我们的方法有
所不同.
现有的发布/订阅系统, 如 Wormhole [5] 等通常关注如何将发布者与订阅者解耦合, 并针对发布/订
阅流程本身进行优化. 它并未使用订阅者的计算资源用于推送配置更新. 为了提升发布/订阅性能和
可靠性, 反熵算法也被经常用于基于内容的发布/订阅系统 [13] . 但这类方法本身并不保证更新可以及
时送达. 一些方法使用多播 [14, 15] 的方式消减不必要的消息传递开销, 并关注如何高效地将节点组织
成多播组. 此外, 基于过滤器 [16, 17] 和基于地址 [6] 的路由也经常用于消减发布/订阅系统中的冗余消
息以提升性能. 与这些方法不同, 我们的方法使用改变服务器集群和客户端集群的拓扑参数 N 的方式
控制拓扑结构, 以保证更新按时送达.
5) Apache. Apache Cassandra. https://cassandra.apache.org/.
6) HashiCorp. Consul by HashiCorp. https://www.consul.io/.
7) Facebook. Location-aware distribution: conﬁguring servers at scale. https://engineering.fb.com/data-infrastructure
/location-aware-distribution-conﬁguring-servers-at-scale.
8) Facebook. Systems @scale 2018: scaling data distribution at Facebook using LAD. https://atscaleconference.com/
videos/systems-scale-2018-scaling-data-distribution-at-facebook-using-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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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分布式事件分发 [18, 19] 的相关工作通常关注事件分发过程中的消息模型、路由机制, 以及
QoS 保障等方面, 未能充分考虑数据副本的一致性保障, 即如何确保事件最终可以按时、可靠送达. 我
们的方法与这类工作的最大区别在于侧重于保障最终一致性, 确保网络分区时的多分区读写可用, 并
保障配置更新可以最终送达.

7

结论与未来工作

我们提出了适用于百万量级客户端集群的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法, 引入了柔性的两阶段配置更新
推送机制, 结合完全 N 叉树拓扑以降低配置更新推送的时延及节点负载. 此外, 柔性配置更新推送方
法可应对节点失效场景, 并且在网络分区时保证多分区读写可用. 拓扑参数和具体策略可根据业务场
景不同进行调整, 以满足性能和可靠性等维度的需求.
未来我们将探索如何引入自适应机制以应对负载的动态变化, 并自动选择合适的拓扑参数和策略,
从而使方法适用于更广泛的业务场景. 此外, 我们也将针对客户端订阅配置的具体情况, 考虑对客户
端拓扑结构进行优化, 以进一步降低带宽开销并减少不必要的容错操作以提升性能. 在冲突解决机制
方面, 我们也将尝试优化现有方法以尽可能少地通过交由业务层重发的方式解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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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configuration update delivery for large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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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ﬃcient conﬁguration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aging large-scale clusters in public
cloud services. Because a cluster may contain millions of containers, it is challenging to guarantee that conﬁguration updates will be delivered to interested containers reliably and in tim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ﬀerent
scenarios. Existing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have limitations: consensus algorithms limit the scalability of the
cluster and may not work for large clusters; epidemic algorithms face the challenge of long-tail latency, which
means the overall response time is too long to deliver critical conﬁguration updates eﬀectively.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solutions,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ovel ﬂexible approach for delivering conﬁguration
updates for large-scale clusters. This pub/sub approach uses a conﬁgurable, complete N -ary tree as the overlay
and introduces ﬂexible, two-phase conﬁguration update delivery. This method of update delivery uses a portion
of subscribers’ resources to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it is fault-tolerant when it encounters node
failures and network partitions. The strategies and the parameters of the overlay can be changed to meet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requirements for diﬀerent scenarios. Evaluations show that our approach signiﬁcantly
reduces the latency of update delivery compared to existing solutions. It also performs well in cases of node
failures and network partitions.
Keywords

update delivery, conﬁguration management, complete N -ary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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